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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是政府履职的重要依据，是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1 年 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篇 开启现代化新湖南建设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必须准确把握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动湖

南高质量发展，确保现代化新湖南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第一章 历史跨越

“十三五”期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省委、省人民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沉着应对国内外

各种风险挑战，攻坚克难、砥砺奋进，集中力量解决了许多难

题，办成了许多大事，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结构性转变，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高质量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1. 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2020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18 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08.7 亿元，税收占比接

近 70%。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工

业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形成了 3 个万亿、14 个千亿产业，服务业

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四大板块协调共进，长沙进入

“万亿俱乐部”。

2. 创新开放形成新局面。创新型省份建设加快推进，科技

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60%。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集聚引领作用强劲，

成功获批郴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超级计算机、

超高产杂交稻、超高速列车、中低速磁浮等标志性创新成果领

跑世界。实施“五大开放行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国际航线

实现五大洲全覆盖，国际经贸“朋友圈”拓展至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新增 28 家，对外经济合作国

别（地区）发展到 94 个，国际友好城市达 100 对。中国（湖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成功获批，中非经贸博览会、世界计算机大会永

久落户湖南。

3. 三大攻坚战取得新成就。存量债务有序化解，平台公司

大幅压减，政府举债全面规范，P2P 业务全面取缔，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全省 51 个贫困县、6920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69.4

万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477.6 万农村贫困人口在“十三五”期

间实现脱贫，十八洞村成为全国精准脱贫样板。开展长江保护

修复、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

程”等专项行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省水质优良率达到

93.3%，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1.7%，森林覆盖

率稳定在 59%以上。

4. 基础设施构建新支撑。交通网主骨架成型，微循环畅

通。建成运行怀邵衡、黔张常等铁路，高铁通车里程近 2000 公

里；长沙至益阳复线等一批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高速公路总

里程达到 6950 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组组通硬化路。能源

网持续巩固，电力装机新增 102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

比 57%，省外能源入湘通道不断拓宽。水利网持续完善，莽山

水库、毛俊水库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农村饮水安

全基本实现全覆盖。信息网扩容升级，5G 等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加快布局，电子政务外网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物

流网优化布局，形成了“一核三区多园六通道”的空间格局。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推进，环保与民生领域基础设施补短

板取得重大成效。

5. 深化改革增添新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成

果。省市县党政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一件事一次办”加快推进，

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全面实施“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财政

“四本”预算实现统筹统编统批统管。价格改革做到目录之外无

定价。国资国企改革稳步推进，国有金融资本实行统一管理，混

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试点取得成效。教育文化、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持续深化，

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6.民生保障得到新改善。城镇累计新增就业 385.2 万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9380 元。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教育总

规模居全国前列。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

保尽保，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稳定在 95%以上。医疗服务实现二甲公立医院县域全覆盖，全

面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 38%。126.7 万户城镇棚户

区、75.8 万户农村危房得到改造。

回顾“十三五”发展历程，我省实现了历史跨越，积累了宝

贵经验：一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把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二是始终坚持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年、“五个 100”等系列重大

行动，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积累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构

建公共安全应急体系，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四是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形成建设

美丽湖南的行动自觉。五是始终坚持弘扬优秀文化和湖湘文

化精髓，凝神聚气、敢打敢拼，锤炼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精

神法宝。

第二章 时代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局起步

期，我省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

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安全形

势更加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

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从国内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全球最完

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

力，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

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潜力足、韧性好、活力强、回旋空间

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从省内看，我省区位优势明显、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

坚实、人力资源丰厚，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

战 略 提 供 区 域 发 展 新 机 遇 ，新 技 术 革 命 带 来 产 业 升 级 新 动

力，共建“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引领开放新格局，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创造经济增

长新空间，强大内需市场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支撑，我省发展

面临巨大机遇、蕴涵巨大潜能。同时，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结构质量不优、农业农村发展不足、科技

创新支撑不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生态环保、财政收支、民

生保障、风险防控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压力，高质量发展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合判断，“十四五”期间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发展大势，增强机遇意识

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

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凝聚共识，奋发作为，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第三章 指导方针

第一节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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